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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声明 

更新与修改 
 

 l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说明书仅供参考。 
 l 说明书和程序将根据产品实时更新，如有升级不再另行通知。 
 l 如不按照说明书中的指导进行操作， 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 
            担。 
 l 说明书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 
            或印刷错误以 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概述 
本说明书详细描述了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系列产品的特性和设备结构。 
本说明书适用产品型号如下表所示。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前言   I 

版权声明 
 

 © 2017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在未经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华”）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任何
人不能以任何形式  复制、传递、分发或存储本文档中的任何内容。 
         

本文档描述的产品中，可能包含大华及可能存在的第三人享有版权的软件。除非
获得相关权利人的许可，否则，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对前述软件进行复制、分
发、修改、摘录、反编译、反汇编、解密、反向工程、出租、转让、分许可等侵
犯软件版权的行为。 

商标声明 
            

l     、                、                、                       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l VGA是  IBM公司的商标。 
l Windows标识和  Windows是微软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l     在本文档中可能提及的其他商标或公司的名称，由其各自所有者拥有。 

符号 说明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 
 导致设备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他不可预知的结。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 
 致人员伤亡或严重伤害。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 
 ，可能导致人员轻微或中等伤害。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以本标志开始的文本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充。 

 序号  型号  名称 

  1   DH-IS1100-2ET1EXF-DC    2口百兆电1口百兆光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2   DH-IS3100-2GT1GF-DC    2口千兆电1口千兆光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3   DH-IS1000-5ET-DC    5口百兆电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4   DH-IS1100-4ET1EXF-DC    4口百兆电1口百兆光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5   DH-IS3100-5GT1GF-DC    5口千兆1口千兆光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6   DH-IS1000-8ET-DC    8口百兆电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7   DH-IS3000-8GT-DC      8口千兆电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8   DH-IS1100-8ET2GF-DC    8口百兆电2口千兆光电复用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9   DH-IS3100-8GT2GF-DC    8口千兆电2口千光非管理安防工业交换机           



      重要安全须知  II 

        重要安全须知   

         下面是关于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为预防危险、防止财产受到损失等内容，
在使用设备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在使用时严格遵守，在阅读后请妥善保存
说明书。 

l 请勿将设备放置和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发热设备附近。 
l 请勿将设备安装在潮湿、有灰尘或煤烟的场所。 
l 请保持设备的水平安装，或安装在稳定的场所，注意防止本产品坠落。 
l 请勿将液体滴到或溅到设备上，并确保设备上不能放置装满液体的物品，

防止液体流入设备。 
l 请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切勿堵塞设备的通风口。 
l 仅可在额定输入输出范围内使用设备。 
l 请勿随意拆卸设备。 
l 请在允许的湿度和温度范围内运输、使用和存储设备。 

l 产品必须使用本地区推荐使用的电线组件（电源线），并在其额定规格内使
用。 

l 请使用满足SELV（安全超低电压）要求的电源，并按照 IEC60950-1符合
Limited Power Source（受限制电源）的额定电压供电，具体供电要求请以设
备标签为准。 

l 如果使用电源插头或器具耦合器等作为断开装置，请保持断开装置以方便的
操作。 

特别声明 

l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说明书仅供参考。 
l 说明书和程序将根据产品实时更新，如有升级不再另行通知。 
l 如果不按照说明中的指导操作，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使用方承担。 
l 说明书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

或印刷错误，以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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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2产品特性 
 
l EMC高防护防雷设计。 
l 数据大缓存无损、实时传输。 
l 12VDC-36VDC宽电压输入设计。 
l IP40全金属外壳，全封闭式防尘。 
l ﹣30℃～+75℃的宽温设计。 
l 即插即用，安装操作简单。 
l 满载低功耗。 

1.3典型应用 
 
         本节以 10 口 千兆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为例介绍设备典型的组网场景，
如下图1-1、图1-2、图1-3和图1-4所示。 

图1-1组网图（1） 

1.1产品简介 
                 
          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专为环境严酷的现场传输应用而开发设计，即插即

用。高性能的交换引擎，可大缓存，具有数据实时传输、无损等特点，坚固而封
闭的全金属外壳设计，低功耗、无风扇，高效的机壳表面散热，可工作于-30℃ - 
+75℃环境中，电源输入端过流、过压及EMC防护，RJ45端口的EMC防护性能，能
有效地抵抗静电、雷击、脉冲的干扰。                

 产品概述  1     产品概述  2 

图1-2 组网图（2） 

1 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3  产品概述  4 

图1-4 树形组网应用（4） 图1-3 环网组网应用（3） 

         1 产品概述    1 产品概述 



           2 设备结构 

2.1  DH-IS1100-2ET1EXF-DC   

2.1.1前面板、侧面板 
             2电口百兆1光口百兆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1所示。 

         2 设备结构 

 

2.1.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1.4 技术参数 

 

2.1.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5   设备结构  6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F               光纤状态指示灯      绿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2   RJ45接口10/100 Base-T、全双工、自协商  

  3  光口 100 Base-X     FC/SC/ST (可选): 0km～80km（可选）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1K   包转发率           0.4464Mpps            

 数据缓存            448K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100Base-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2W                               空载功率                                <1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35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30mm x 84mm x 90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1结构图 

表2-1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2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3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2  DH-IS3100-2GT1GF-DC   

2.2.1 前面板、侧面板 
           2电口千兆1光口千兆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2所示。 

       2 设备结构 

 

2.2.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2.4 技术参数 

 

2.2.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7  设备结构  8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F               光纤状态指示灯      绿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2   RJ45接口10/100/1000 Base-T、全双工、自协商  

  3  光口 1000 Base-X    SFP: 0km～80km（自选）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4K   包转发率           4.464Mpps            

 数据缓存             1M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100Base-X 

  IEEE 802.3ab 1000BASE-T 、IEEE 802.3z 1000Base-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3W                              空载功率                                 <1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42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30mm x 84mm x 90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2结构图 

表2-4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5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6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3  DH-IS1000-5ET-DC   

2.3.1前面板、侧面板 
             5电口百兆 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3所示。 

 

2.3.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 设备结构 

 

2.3.4 技术参数 

 

2.3.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9      设备结构  10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2/3/4/5   RJ45接口10/100Base-T、全双工、自协商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1K   包转发率           0.74Mpps 

 数据缓存             448K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1W                               空载功率                                 <0.5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45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30mm x 115mm x 90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3 结构图  

表2-7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8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9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4  DH-IS1100-4ET1EXF-DC   
2.4.1前面板、侧面板 
             4电口百兆1光口百兆 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4所示。 

            2 设备结构 

 

2.4.4 技术参数 

 

2.4.3 侧面板接口说明 

 

2.4.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设备结构  11      设备结构  12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F               光纤状态指示灯      绿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2/3/4    RJ45接口10/100 Base-T、全双工、自协商  

  5  光口 100 Base-X   FC/SC/ST (可选): 0km～80km（可选）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1K   包转发率           0.74Mpps           

 数据缓存            448K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100Base-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2W                               空载功率                                <1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45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30mm x 115mm x 90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4 结构图 

表2-10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11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12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5  DH-IS3100-5GT1GF-DC   

2.5.1前面板、侧面板 
             5电口千兆1光口千兆 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5所示。 

            2 设备结构 

 

2.5.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5.4 技术参数 

 
2.5.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13   设备结构  14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F               光纤状态指示灯      绿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2/3/4/5   RJ45接口10/100/1000 Base-T、全双工、自协商  

  6  光口  1000 Base-X     SFP: 0km～80km（自选）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4K   包转发率           8.928Mpps          

 数据缓存             1M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IEEE 802.3ab 1000BASE-T 、IEEE 802.3z 1000Base-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4W                               空载功率                                <1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5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30mm x 134mm x 90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5 结构图 

表2-13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14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15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6  DH-IS1000-8ET-DC   

2.6.1前面板、侧面板 
             8电口百兆 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6所示。 

          2 设备结构 

 

2.6.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6.4 技术参数 

 
2.6.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15         设备结构  16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2/3/4/5/6/7/8   RJ45接口10/100Base-T、全双工、自协商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1K   包转发率           1.1904Mpps   

 数据缓存             448K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2W                                空载功率                                <1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55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44.5mm x 99mm x 100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6 结构图 

表2-16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17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18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7  DH-IS3000-8GT-DC   

2.7.1前面板、侧面板 
             8电口千兆网络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7所示。 

            2 设备结构 

 
2.7.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7.4 技术参数 

 
2.7.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17         设备结构  18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2/3/4/5/6/7/8   RJ45接口10/100/1000Base-T 、全双工、自协商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8K   包转发率   11.904Mpps 

 数据缓存           2M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IEEE 802.3ab 1000BASE-T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4W                             空载功率                              <1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55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44.5mm x 99mm x 100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7 结构图 

表2-19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20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21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8  DH-IS1100-8ET2GF-DC   

2.8.1 前面板、侧面板 
             8电口百兆2光电复用千兆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8所示。 

          2 设备结构 

 
2.8.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8.4 技术参数 

 
2.8.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19      设备结构  20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F               光纤状态指示灯      绿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8    RJ45接口10/100 Base-T、全双工、自协商  

  9·10   光电复用口 10/100/1000-Base-T   1000-Base-X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16K   包转发率            4.166Mpps      

 数据缓存            4M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100Base-X 

  IEEE 802.3ab 1000BASE-T 、IEEE 802.3z 1000Base-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6W                                空载功率                                 <2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8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44.5mm x 100mm x 175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8 结构图 

表2-2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2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24 技术参数 



          2 设备结构 

2.9  DH-IS3100-8GT2GF-DC   

2.9.1前面板、侧面板 
             8电口千兆2光口千兆安防工业级非管理交换机结构，如下图2-9所示。 

            2 设备结构 

 
2.9.2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2.9.4 技术参数 

 
2.9.3 侧面板接口说明 

     设备结构  21      设备结构  22 

接口 说明 

  P1/P2    电源接口，DC12V-36V 

  防护地接线口，接到保护地（大地）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LINK 
  &ACT 

 链路与运行状态指 
 绿色 
  &黄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F               光纤状态指示灯      绿色 
 常亮，表示端口运行正常 

 闪烁，表示数据传输 

 通讯接口指标 

 物理接口              

  1·8    RJ45接口10/100/1000、Base-T、全双工、自协商  

  9·10   光口 1000 Base-X     SFP: 0km～80km（自选）  

 交换特性指标 

  MAC 地址             16K   包转发率           14.88Mpps    

 数据缓存            2M   交换延迟            <5us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通信标准                
  IEEE 802.3 10Base-T、IEEE 802.3u 100Base-TX  

  IEEE 802.3ab 1000BASE-T 、IEEE 802.3z 1000Base-X 

 防护标准               

  IEC61000-4-2 :  ±8kV (contact), ±15kV (air) 

  IEC61000-4-4（EFT） :  Power Port: ±4kV; Data Port: ±2kV 

  IEC61000-4-5 （Surge）:  Power Port: ±2kV/DM, ±4kV/CM;   

 额定功率   <6W                               空载功率                                 <2W                               

   MTBF                      360000 hrs                 使用湿度                      5% ～95%（无凝结） 

 工作环境  ﹣30℃～ +75℃  存储环境                    ﹣40℃～+85℃ 

 整机重量                        0.8kg                                                                  安装方式                        导轨安装、壁装 

 尺寸   44.5mm x 100mm x 166mm  （不包括连接器和安装配件突出部分）                               

图2-9 结构图 

表2-25 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表2-26 侧面板接口说明 

表2-27 技术参数 



        3 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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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安装方式与步骤  

   3.1.1卡轨安装 
             卡轨安装步骤，如下图3-1所示。 

 
步骤1：选定设备安装位置，确保安装空间足够且散热通畅。 
步骤2：将DIN卡轨座的上部卡在DIN卡轨上，在设备的上端向下稍微用力的同时 
                向DIN卡轨方向按压，箭头2指向按压设备，至设备可靠地安装到DIN卡 
                轨上完成安装。 

3.1.2壁挂安装 
             壁挂安装步骤，如下图3-2所示。 

 
步骤1：按照设备后面的螺丝孔，用螺丝将壁挂安装板固定到设备后面板。 
步骤2：选定设备的安装位置（如垂直墙壁或机柜内壁），确保安装空间足够且 
                散热通畅。 
步骤3：在选定的位置打4个孔，用十字螺丝刀将4颗螺钉装在选定位置的4个孔 
               上，螺钉不要完全拧紧，保留5mm左右的距离。 
步骤4：将设备壁挂板孔上的4个大孔部分对准并穿过已固定的4颗螺丝钉，箭头 
                1指向移动设备，至螺钉进入壁挂板小孔部分。最后拧紧4颗螺丝钉完成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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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接线  

   3.2.1以太网接口 
             RJ45接口管脚编号，如下图3-3所示。 

 RJ45接头接线按标准568B （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
棕白，8-棕）。 

10/100/1000Base-T（X）以太网接口采用标准RJ45连接器，具有自适应功能，
能自动配置到10/100/1000M状态以及全双工/半双工运行模式，并支持线缆
的MDI/MDI-X自识别功能，即与终端设备和网络设备相连接使用直连网线或
交叉网线均可。                

            3安装说明     

 3.2.2 SFP以太网接口 
             SFP模块结构，如下图3-5所示。 

               RJ45线序，如下图3-4所示。 

图3-1 卡轨安装 

图3-2 壁挂安装 

图3-3 管脚编号 

图3-4 RJ45线序 

图3-5 模块结构 



本设备支持的电源规格为DC12V-36V。与电源连接前，请确认电源供电与 

不要接触任何露出的导线、端子和在产品中标出的危险电压标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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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建议在安装SFP模块前先佩戴防静电手套，再套上防静电手腕，并确认防静 
               电手腕与手套表面有良好接触。 
步骤2：将SFP模块的拉手向上垂直翻起，卡住顶部卡扣，用手捏住SFP模块两侧， 
                轻推入SFP插槽，直至SFP模块与插槽紧密接触（可以感到SFP模块顶部和底 
                部的弹片卡住SFP插槽）。 
    
3.2.3 接地 
             接地端子，如下图3-7所示。 

设备正常接地是设备防雷、防干扰的重要保障，所以用户必须正常连接接地
线，并且在上电前接地，断电后再断开接地线。 
设备整机盖板有一个接地螺钉，即机壳接地线处，称“机壳地”。将接地线的
一端与冷压端子压接后用接地螺钉固定在“机壳地”处，接地线的另一端可靠
地接入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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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电源端子 
             4pin 5.08mm间距和5pin 3,81mm间距插拔式接线端子（插座），如下图3-8所

示。 

 4pin &5pin拔式接地端子插头接线安装，如下图3-9所示。 

设备通过电源端子连接电源线为设备供电。本系列设备支持冗余电源输入，采用
5pin3.81或4pin 5.08mm间距插拔式接线端子。冗余电源输入支持PWR0和PWR1两
路电源，当其中一路电源出现故障时，可选择另一路电源继续供电，提高了网络
运行的可靠性。 
 
    

表3-1 5pin3.81或4pin 5.08mm间距插拔式接线端子定义 

          5pin 3.81mm或4pin 5.08间距插拔式接线端子定义请参见表 3。 

步骤1：按步骤将设备良好接地。 
步骤2：从设备上取下电源端子插头。 
步骤3：将电源线的一端按要求插到电源端子插头里并固定电源线。 
步骤4：将接好电源线的插头插回设备对应的电源端子插座上。 
步骤5：根据设备所标识的供电要求，将电源线的另一端连接到相应的外置电源 
                供电系统上，检查设备对应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变亮，灯亮则表示电源连 
                接正确。           

          3 安装说明           3 安装说明     

 
          SFP模块安装，如下图3-6所示。 

电源线截面积0.75mm²以上（接线最大截面积2.5mm²）；接地电阻要求＜5Ω。 

接地线截面积 2.5mm²以上；接地电阻要求：＜5Ω    

端子号  信号名   直流接线定义  

  1    +/L    PWR1：+  

  2    -/N      PWR1：-  

  3            +/L   
  PGND：保护
地  

  4    +/L      PWR2：+  

  5    -/N       PWR2：-  

端子号  信号名  
 直流接线定

义  

  1   +/L    PWR1：+  

  2   -/N      PWR1：-  

  4   +/L      PWR2：+  

  5   -/N       PWR2：-  

图3-6 模块安装 

图3-7 接地端子 

图3-8 接线端子 

图3-9 插头接线安装 

设备所标识的供电要求是否相符，以免损害设备。 

以免对人体造成伤害。上电过程中不要拆卸零件或插拔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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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有害物质含量表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有害物质含量表 

 附录1 有害物质含量表                  附录2 接地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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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不仅是为了尽快释放掉设备因雷击而感应的过电压和过电流，也是保障人身
安全的必要措施。 

接地的一般要求 ： 

1.在任何情况下，为保证安全，应采用黄绿双色外皮的铜芯导线进行接地，导线
铜芯的截面积应不小于6mm² 满足下表要求：接地线上严禁接头，严禁加装开关
或熔断器；  
2.接地线的长度应在布线前进行合理预估，在满足距离要求的情况下，采用尽可
能短的接地线； 
3.接地线两端的接地点应确保电气接触良好，必要时需进行耐腐蚀处理（电镀或
涂覆）； 
4.保护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欧姆；防雷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欧姆。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PBB）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钣金件（  
 机箱） 

X   O   O   O   O   O   

 塑胶件（  
 面板） 

O   O   O   O   O   O   

 电路板    X   O   O   O   O   O   

 紧固件    X   O   O   O   O   O   

 线材/AC适  
 配器（如  
 果有） 

X   O   O   O   O   O   

 包装      O   O   O   O   O   O   

 配件    X   O   O   O   O   O   

 本表格依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Ｏ：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26572规定的限量要 
 求以下。 

  Ｘ：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GB/T26572规定的限 
 量要求。 

          ：本标识适合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销售的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为10  
 年。在环保使用期限内用户正常使用本产品，这些物质不会发生外协或突变，不会 
 对用户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 


